
cnn10 2021-05-2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4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3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31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6 you 2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7 it 2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8 that 22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9 On 16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0 was 1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 an 1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have 11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13 this 11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14 male 10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5 unidentified 10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6 as 9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17 day 9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8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are 8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21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2 black 8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3 but 8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24 just 8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5 white 8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6 all 7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27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8 inaudible 7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9 may 7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0 own 7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31 time 7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32 Tulsa 7 ['tʌlsə] n.塔尔萨（美国俄克拉菏马州东北部城市）

33 we 7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34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 can 6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36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7 memorial 6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38 one 6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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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0 what 6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41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2 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3 at 5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44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5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46 holiday 5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47 news 5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8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9 out 5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50 then 5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1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2 when 5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53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54 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55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6 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57 first 4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58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9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60 ll 4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61 racial 4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62 so 4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63 spacewalk 4 ['speiswɔ:k] n.太空漫步，太空行走；航天舱外活动

64 take 4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65 their 4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66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7 video 4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68 violence 4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6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70 according 3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71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72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3 anniversary 3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74 another 3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75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76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77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8 began 3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79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80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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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going 3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82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83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4 inside 3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85 killed 3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86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87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88 OK 3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89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90 or 3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91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土)奥韦尔

92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3 place 3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94 race 3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95 space 3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96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97 throughout 3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98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99 will 3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100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02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103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04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05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06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07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08 Arlington 2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
109 astronaut 2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110 Australian 2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11 babies 2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12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13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14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15 below 2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116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117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18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19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120 devil 2 n.魔鬼；撒旦；家伙；恶棍；淘气鬼；冒失鬼 vt.虐待，折磨；（用扯碎机）扯碎；（替作家，律师等）做助手；抹辣
味料烤制或煎煮

121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22 district 2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23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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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25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26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27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28 flagstaff 2 ['flægstʌf] n.旗杆

129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3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31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32 greenwood 2 ['gri:nwud] n.绿林；未枯干的树 n.(Greenwoo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)格林伍德

133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34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35 historians 2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136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3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8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39 joey 2 ['dʒəui] n.幼兽 n.(Joey)人名；(纳米、英)乔伊

140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41 last 2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42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43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4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45 mark 2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46 massacre 2 ['mæsəkə] vt.残杀；彻底击败 n.大屠杀；惨败 n.(Massacre)人名；(法)马萨克尔

147 mind 2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48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49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50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51 neighborhood 2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52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53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54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55 Oklahoma 2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156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57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58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159 residents 2 ['rezɪdənts] 居民

160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61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162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63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64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65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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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167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68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69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170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171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73 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174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75 Tasmanian 2 [tæz'meiniən; -njən] adj.塔斯马尼亚的；塔斯马尼亚语的 n.塔斯马尼亚人

17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77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78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79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180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181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8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83 well 2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184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85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186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187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88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89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190 academic 1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191 accusation 1 [,ækju:'zeiʃən] n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

19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9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94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95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96 airlock 1 ['eəlɔk] n.气闸；气塞

197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98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99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200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01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202 anchor 1 n.锚；抛锚停泊；靠山；新闻节目主播 vt.抛锚；使固定；主持节目 vi.抛锚 adj.末棒的；最后一棒的

203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204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205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206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207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8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209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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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211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212 bathed 1 [beiðd] adj.沐浴的；淋漓的，湿透的；沉溺的 v.沐浴（bath的过去分词）

213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214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15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16 beforehand 1 [bi'fɔ:hænd] adv.事先；预先 adj.提前的；预先准备好的

217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18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219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220 blessing 1 ['blesiŋ] n.祝福；赐福；祷告 v.使幸福（bless的ing形式）；使神圣化；为…祈神赐福 n.(Blessing)人名；(英、德)布莱
辛

221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222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223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224 brighter 1 [braɪt] adj. 明亮的；聪明的；阳光的；生动的；有前途的 adv. 一早 n. 亮色

225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226 britannica 1 n.大英百科全书

227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节目 adj.广播的

228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22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230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31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232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233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234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35 calving 1 ['kɑːvɪŋ] 裂冰(作用)

23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37 capsule 1 ['kæpsju:l] n.胶囊；[植]蒴果；太空舱；小容器 adj.压缩的；概要的 vt.压缩；简述

238 carnivorous 1 [kɑ:'nivərəs] adj.食肉的；肉食性的

239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240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241 cemeteries 1 英 ['semətri] 美 ['seməteri] n. 墓地

242 cemetery 1 ['semitəri] n.墓地；公墓

243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24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5 choreography 1 [,kɔri'ɔgrəfi] n.编舞；舞蹈艺术；舞艺

246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247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248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
249 coincides 1 英 [ˌkəʊɪn'saɪd] 美 [ˌkoʊɪn'saɪd] vi. 一致；同时发生；符合

250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251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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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253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254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255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256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7 confederacy 1 [kən'fedərəsi] n.联盟；联邦；私党

258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259 confrontation 1 n.对抗；面对；对峙

260 confronted 1 [kən'frʌnt] vt. 对抗；遭遇；面临

261 conservations 1 [kɒnsə'veɪʃnz] 保护区

262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263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264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265 cookouts 1 n.在外面野餐的郊游( cookout的名词复数 )

266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267 cosmonaut 1 ['kɔzmə,nɔ:t] n.（俄）宇航员（等于astronaut）

268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269 courthouse 1 ['kɔ:t,haus] n.法院；（美）县政府所在地

270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271 dangling 1 adj.悬挂的；摇摆的 v.摇晃（dangle的ing形式）

272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273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274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275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276 decorate 1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
277 decoration 1 [dɛkə'reɪʃ(ə)n] n.装饰，装潢；装饰品；奖章

278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279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280 dingoes 1 英 ['dɪŋɡəʊ] 美 ['dɪŋɡoʊ] n. 澳洲野犬

281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82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283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28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285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286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28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288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289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290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29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92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293 elevator 1 ['eliveitə] n.电梯；升降机；升降舵；起卸机

294 emulate 1 ['emjuleit, 'emjulit] vt.仿真；模仿；尽力赶上；同…竞争 n.仿真；仿效

295 encyclopedia 1 n.百科全书（亦是encyclopaedi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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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297 ensued 1 英 [ɪn'sju ]ː 美 [ɪn'su ]ː v. 跟着发生；继起；因而产生

298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299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300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301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30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30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304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05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306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307 fashion 1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308 fashioned 1 ['fæʃənd] adj.…式的 v.把…塑成（fashio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309 fatal 1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
310 fawn 1 [fɔ:n] vi.奉承 n.小鹿；浅黄褐色；小动物 adj.浅黄褐色的 vt.生（小鹿或小动物） n.(Fawn)人名；(英)福恩

311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312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313 feral 1 ['fiərəl] adj.野生的；凶猛的；阴郁的

314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315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16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
317 flags 1 [f'læɡz] n. 旗帜；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.

318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319 focuses 1 英 ['fəʊkəs] 美 ['foʊkəs] n. 焦点；焦距；中心 v. （使）集中；聚集

320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321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22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23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324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325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326 fountains 1 英 ['faʊntən] 美 ['faʊntn] n. 喷泉；源泉；储水容器；泉水 v. 使像喷泉一样流

327 foxes 1 英 [fɒks] 美 [fɑːks] n. 狐狸；狡猾的人；<美>迷人的时髦女郎 vt. 欺骗；迷惑

328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329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330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331 fuse 1 [fju:z] vi.融合；熔化，熔融 vt.使融合；使熔化，使熔融 n.保险丝，熔线；导火线，雷管 n.(Fuse)人名；(意)富塞；(法)菲
斯

332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333 gemini 1 ['dʒeminai] n.双生子；双胎

334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335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336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337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338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339 Graves 1 [grɑ:v] n.（法国）格拉夫葡萄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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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0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341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42 gunshots 1 n.枪炮射击，枪炮声( gunshot的名词复数 ); 枪炮的射程

343 handrail 1 ['hændreil] n.扶手；（楼梯等的）栏杆

344 hatch 1 [hætʃ] n.孵化；舱口 vt.孵；策划 vi.孵化 n.(Hatch)人名；(西)阿奇；(英)哈奇

34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346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347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348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349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350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35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52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353 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354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355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356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357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358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359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60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361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36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363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364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365 incident 1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366 incidents 1 ['ɪnsɪdənts] 事件

367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36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369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370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
371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372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373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374 iv 1 [,ai 'vi:] abbr.输入阀；交互式视讯；自变量（IndependentVariable） n.(Iv)人名；(柬)尤；(俄)伊夫

375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37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377 kits 1 基茨

378 kitten 1 ['kitən] n.小猫；小动物 vi.产小猫 n.(Kitten)人名；(法)基滕

379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380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381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382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38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84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385 lays 1 vt.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（l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性伙伴（lay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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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387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388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8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390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391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392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393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39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395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396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97 loot 1 [lu:t] n.战利品；抢劫；掠夺品 vt.抢劫，洗劫；强夺 vi.洗劫，掠夺；抢劫

398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99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400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401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402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403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404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405 marsupial 1 [mɑ:'sju:piəl] adj.[脊椎]有袋的；袋状的 n.有袋类动物

406 mayhem 1 ['meihem] n.故意的伤害罪；重伤罪；蓄意的破坏

407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408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409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410 mirrored 1 ['mirəd] adj.装有镜子的；如镜子的 v.反映（mirr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反射

411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412 mob 1 [mɔb] n.暴民，暴徒；民众；乌合之众 vt.大举包围，围攻；蜂拥进入 vi.聚众生事，聚众滋事

413 mobs 1 abbr.多弹头轰炸系统（MultipleOrbitBombardmentSystem）

414 modules 1 ['mɒdʒʊlz] n. 模块 名词module的复数形式.

415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416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417 mourners 1 n.哀悼者; 哀悼者，送葬者( mourner的名词复数 )

418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419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420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421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422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42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42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425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426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427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428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429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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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0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1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32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43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434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43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36 outbreaks 1 暴发

437 overwhelmed 1 英 [ˌəʊvə'welm] 美 [ˌoʊvər'welm] vt. 打击；压倒；使感动；淹没；打败

438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439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440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441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442 parades 1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
443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444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45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446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447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8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49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450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451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452 pouches 1 [paʊtʃ] n. 小袋；小包；囊状袋 vt. 装 ... 入袋中；用袋运输 vi. 用袋送信件

453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45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55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5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457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458 prosperous 1 ['prɔspərəs] adj.繁荣的；兴旺的

459 protestor 1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
460 pupping 1 [pʌp] n. 小狗；小海豹；小伙子

461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46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6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464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465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466 reached 1 到达

467 reckoning 1 ['rekəniŋ] n.计算；清算；算帐 v.计算；认为；指望（reckon的ing形式）

468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469 reflecting 1 [rɪ'flektɪŋ] adj. 反射的；反映的 动词reflect的现在分词.

470 reintroduce 1 英 [ˌriː ɪntrə'djuːs] 美 [ˌriː ɪntrə'duːs] v. 再介绍；再引入；再输入；再提出

471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
472 rely 1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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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474 remembrance 1 [ri'membrəns] n.回想，回忆；纪念品；记忆力

475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476 respects 1 n.方面（respect的复数）；敬意；问候；关切 v.尊敬，敬重；涉及（respec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关心

477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478 reunions 1 n.相聚( reunion的名词复数 ); 团圆; 重逢; 团聚

479 riot 1 ['raiət] n.暴乱；放纵；蔓延 vi.骚乱；放荡 vt.浪费，挥霍 n.(Riot)人名；(法)里奥；(西)里奥特

480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481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82 rumor 1 ['ru:mə] n.谣言；传闻 vt.谣传；传说 n.(Rumor)人名；(意、葡)鲁莫尔

483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484 sanctuary 1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
485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48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87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488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489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490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491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492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493 servicemen 1 ['sɜːvɪsmen] n. 技工(军人)

494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95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496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497 shoes 1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498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499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500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1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502 smart 1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503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504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05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506 spacesuit 1 ['speis,sju:t] n.航天服；太空服

507 span 1 [/spæn/] n.跨度，跨距；范围 vt.跨越；持续；以手指测量 n.(Span)人名；(捷)斯潘

508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509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510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511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512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513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514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5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516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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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7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51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19 subsequent 1 ['sʌbsikwənt] adj.后来的，随后的

520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21 symbolize 1 ['simbəlaiz] vt.象征；用符号表现 vi.采用象征；使用符号；作为…的象征

522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523 Tasmania 1 [tæz'meiniə; -njə] n.塔斯马尼亚岛（位于澳洲东南方）

524 taz 1 [tæz] n.小胡子

525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26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527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528 tether 1 ['teðə] n.范围；系链；拴绳 vt.用绳或链拴住 n.(Tether)人名；(英)特瑟

529 textbooks 1 ['teksbʊks] 教材

530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31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532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33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53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5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36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37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3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39 thriving 1 ['θriaiviŋ] adj.繁荣的；蒸蒸日上的；旺盛的 v.兴旺（thrive的ing形式）

540 tipping 1 ['tɪpɪŋ] n. 翻倒 动词tip的现在分词.

541 tomb 1 [tu:m] n.坟墓；死亡 vt.埋葬 n.(Tomb)人名；(英)图姆

542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543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544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545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546 tribute 1 n.礼物；[税收]贡物；颂词；（尤指对死者的）致敬，悼念，吊唁礼物

547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54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9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550 truss 1 [trʌs] n.束；构架；捆 vt.捆绑；用构架支撑 n.(Truss)人名；(德)特鲁斯；(英)特拉斯

551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552 unconfirmed 1 ['ʌnkən'fə:md] adj.未证实的；未最后认可的；未受坚信礼的

553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554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55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556 unknowns 1 [ʌn'nəʊnz] 未知事件

557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
55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5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60 us 1 pron.我们

561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56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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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utter 1 ['ʌtə] vt.发出，表达；发射 adj.完全的；彻底的；无条件的 n.(Utter)人名；(德、芬)乌特

564 vessel 1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
565 veterans 1 ['vetərənz] n.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.

566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567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568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569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570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571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572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573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57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75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576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577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78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579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580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581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582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583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584 wreath 1 [ri:θ] n.花冠；圈状物 vt.环绕（等于wreathe） vi.盘旋（等于wreathe）

585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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